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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新通道”

三种物流
组织形式

国际铁路联运
依托中国西部地区连接中南半岛国家的铁路干线，从重庆等地出发，经广

西、云南等省区重点沿边口岸进出境，联通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

跨境公路运输
依托中国西部地区连接中南半岛国家的公路干线，从重庆等地出发，经广

西、云南等省区重点沿边口岸进出境，联通越南、老挝、缅甸、新加坡等国家。

国际铁海联运
依托铁路干线运输，自阿

拉山口/霍尔果斯到重庆，连
接渝黔、黔桂通道至北部湾，衔接海运航线网络，联通新加坡
等东盟国家以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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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6日出版
的第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
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
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

灵魂。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
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
培元的使命。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
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章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文艺工作、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坚持
与时代同步伐。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第三，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第四，坚持用明
德引领风尚。

文章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
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
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
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
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
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陆海新通道”国际铁海联运班
列，累计开行突破900班，并与中欧班列
（重庆）实现无缝衔接，成为服务“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战略性通
道。

4月12日，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通
报，截至今年3月底，“陆海新通道”国际铁
海联运累计开行901班。其中，“渝黔桂
新”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开行854班。

“陆海新通道”主要有国际铁海联运、
跨境公路运输和国际铁路联运三种物流
组织方式，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这三种物

流组织方式均实现常态化开行。
国际铁海联运班列目的地已通达新

加坡等全球71个国家、166个港口，截至3
月底，累计开行901班；国际铁路联运（重
庆—河内）班列，累计开行67班，其中今年
一季度开行12班；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
车，累计发车846车次，其中今年一季度开
行185车次，服务网络从越南、老挝和缅甸
延伸至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马来西亚、
新加坡。

此外，“兰渝”“陇渝”“桂陇”“黔桂”
“青渝桂新”等班列相继开行，形成互为补
充、协调发展的运行格局。

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按照中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
识，重庆充分发挥运营中心作用，与新加
坡及中国西部有关省区市加强协作，“陆
海新通道”建设成果超出预期。

2018年11月，中新两国正式签署“陆
海新通道”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陆海
新通道”建设进入新阶段。目前，“陆海新
通道”已与中欧班列（重庆）实现无缝衔

接，成为连接“一带”和“一路”、“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性通道。

与此同时，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也进展顺利。截至3月底，在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累计签约156
个合作项目、总金额逾224亿美元。在金
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等
重点领域，一批战略性、示范性项目落地，
合作空间将逐步拓展到各个领域。

重庆—满洲里—杜伊斯堡

各国边境站/海关

重庆—阿拉山口—杜伊斯堡

重庆—霍尔果斯—杜伊斯堡

重庆—二连浩特—杜伊斯堡

重庆—上海（长江黄金水道）陆海新通道

重庆—凭祥—河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4月15日，重庆海关发布消息称，今年
一季度，重庆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进出口
总值达1315.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21.9%。其中，出口865.2亿元，增长25.1%；
进口450.1亿元，增长16.2%。

从出口来看，一季度，重庆出口机电产品
753.3 亿元，增长 23.9%，主要为电脑类商
品。从进口来看，主要为集成电路和铁矿砂
等矿石类产品，一季度分别进口158.8亿元和
29.5亿元，分别增长55.8%和48.6%。

重庆海关负责人称，重庆外贸主要呈现
四个特点——

一是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明显。一季
度，加工贸易进出口633.3亿元，增长24%，占
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48.1%。二是对欧盟和
东盟外贸总值大幅增长。一季度，重庆对欧
盟进出口291.7亿元，增长34.6%；对东盟进
出口245.2亿元，增长48.2%。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361.1 亿元，增长
34.6%。三是市场主体活力提升。一季度，有
进出口实绩的企业由去年同期的2199家增至
2411家。四是开放平台进出口增长贡献率
近九成。一季度，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物
流中心（B型）等开放平台进出口816.8亿元，
增长33.6%，对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86.9%。

总值1315.3亿元 同比增长21.9%

4月15日，渝中区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附近，公交车和轨
道交通构筑的立体交通网初具规模。目前，全市在建及运营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里程突破500公里，主城公交车平均每
天出车8565辆，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达780万人次。

记者 崔力 摄

重庆公共交通更加便捷

4 月 10 日上午，“陆海新通
道”通过铁海联运专列，给印度捎
去了一车“重庆造”。

这是“陆海新通道”的首趟印
度专列。专列从重庆沙坪坝区团
结村中心站出发，满载汽车零配
件，既传递了两地汽车产业及物流
大通道尝试合作的信息，也将“一
带一路”倡议向南亚次大陆作了纵
深传递。

首开印度专列，是重庆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的又一次努力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两
点”定位和“两地”“两高”目标要
求，重庆紧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
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
结点的“两点”定位，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国家区域
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
重要作用，在努力建设内陆开放高
地的过程中实现“加速跑”。

为“一带一路”拓展通道
共建“陆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重庆）带头跑

2018年 4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指
出，继续打造好两国共建的“南向
通道”，将“一带”和“一路”更好连
接起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重庆代
表团提出全团建议：将“陆海新通
道”（原“南向通道”）明确为国家
战略。

提出这一全团建议，重庆代表
团经过了深思熟虑——

“陆海新通道”是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
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撑，是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战略通道，是推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的重要载体。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速推动“陆海新通
道”建设，是重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

2017年8月，渝桂黔陇四地政府（下称四地）签署共建
“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建立了联席会议机制。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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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
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
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围绕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坚持政治建军、改
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服务备战打仗，深刻把握
预防犯罪工作特点规律，科学规范预防犯罪工作基本任务、
职责分工、主要措施、工作制度、防范重点，对于维护部队高
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巩固和提高战斗力、圆满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修订的《条例》，分总则、职责、主要措施、工作制度、工
作重点、战时预防犯罪工作、奖励与处分、附则，共8章94条，是
做好部队预防犯罪工作的基本依据。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总原则，《条例》科学界定军委政法委员会、各级党
委、战区级以下单位党委政法委员会、军政主官等在预防犯罪
工作中的职责，逐级细化任务分工，构建党委主责、政法部门
主管、机关各司其职、官兵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总结近年来
部队新鲜经验，研究提出预防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弹案件和
职务犯罪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
制有关要求以及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作规定，增加“履职问责”
和“案后追责”条款，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工作末端落实。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例》

与中欧班列无缝对接 服务“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通达71个国家166个港口

“陆海新通道”国际铁海联运班列突破900班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白麟）今年
一季度，我市国有企业主要经营指标迎来

“开门红”。4月15日，市国资委发布消息
称，一季度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实现营收
1103.5亿元，同比增长8.7%；实现利润总额
76.4亿元，同比增长10.5%。截至3月底，市
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26万亿元。

市国资委称，一季度，全市国企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运行态势
良好，收入和利润均稳步增长，新动能培育
逐步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具体表现
在——

经济效益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35

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25家企业营业收
入实现增长，24家企业利润总额实现增长。

降杠杆减负债取得实效。截至3月底，
非金融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较2018年底下
降0.9个百分点，企业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新动能培育持续增强。一季度，市国资
委启动推进第一批203个智能制造和智能
应用项目，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市属国有重点企业新产
业、新业态培育进一步加强。2019年一季
度，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同比增
长26.2%，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6%，创新
引领成效显现。

利润总额76.4亿元 同比增长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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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一季度 市属重点国企收入利润“双增长”

9版刊登“重报深度”

打造文艺精品
传承红岩精神

八个省区市加入“朋友圈”陆海新通道跑出“新动能”
（见5版）

一季度 重庆外贸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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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将新建
“四好农村路”2.4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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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今年启动三峡
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


